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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广大人事代理单

位、代理人员（存档人员）：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

及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关于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部署要求，更好服务

广大人事代理单位、代理

人员（存档人员），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推行“无接触

服务”，进一步升级“互联

网+人才公共服务”。经过

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现

继续推出以下线上人才公

共服务项目：

一是“存档证明”网

上申办，档案保管在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的代理人

员（存档人员）（以下简称

“代理人员”），可通过中

国海峡人才网www.hxrc.
com首页“人才公共服务”

模块中“存档证明开具网

上办理”选项或“网上办

事大厅”中“出具证明”模

块，提交个人的信息，后

台审核通过后，可自行下

载打印电子存档证明；

二是档案资料复印

网上申办，代理人员可通

过中国海峡人才网www.
hxrc.com 首页的“网上办

事大厅”中“档案资料复

印”模块填写相关的信

息，提交申请，后台审核

通过后，可邮寄复印的材

料到指定地址；

三是“档案资料目录

确认书”电子签署，代理人

员可通过邮寄的方式补充

“档案缺失材料”建档（需

附上申请人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后台审核通过之

后，发起“档案资料目录确

认书”电子签署到申请人

手机，实现全程无接触电

子化受理。（友情提醒：代

理人员受理的手机号码必

须是本人身份证实名制登

记的号码。）

“档案缺失材料”邮寄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

路36号福建人才大厦5楼
余瑶收（350001），电话：

0591-87383061；“就业报

到证”、“大中专毕业（毕业

研究生）确定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审批表”、“年

度考核表”等材料邮寄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

36号福建人才大厦4楼饶

佳收（350001）；客服热线：

0591-96345。 若 有 新 的

调整变化，将及时另行通

告，敬请关注！给您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

在此疫情防控的特

殊时期，敬请广大人事代

理单位、代理人员（存档

人员）继续支持我单位做

好工作。不在微信群、朋

友圈、微博、QQ等网络社

交圈发布传播不可靠信

息。任何与中国海峡人

才市场人才公共服务相

关事项的信息以中国海

峡人才网 www.hxrc.com
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

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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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信锐的小名叫“科题”（ 民），人们
尊称他“科题司”（福州话中“司”即师
傅）。他自16岁在聚春园菜馆当学徒，至
2000 年被聘为福州大饭店高级顾问之
前，从未离开过他为之默默奉献半个世
纪之多的这家老店，这在几代为这家老
店作过奉献的传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虽
然金牌榜上没有出现过他的名字，但他
的精湛技艺和高尚品格为自己在业内树
立了崇高威望。

勤奋好学，闽菜烹饪技术高超

从1865年的“三友斋”算起，聚春园在
东街口跟着这座城市经历了几个时代的
更迭。清末，聚春园便已誉满榕城，到了
民国时期更是各种权贵富绅趋之若鹜之
地，同时期的那些名店菜馆大部分已成了
老福州记忆里难寻的角色，而聚春园直到
今日仍生机勃勃地存在于城市的最中心。

早年，聚春园与大部分福州人家的寻
常生活颇有距离，不要说逢年过节，就是
婚丧嫁娶这样的大事，若没有些家底，也
极少能光顾得起聚春园这样的“馆店”。
当时，聚春园的大门还朝着现在八一七路
的位置开着，不大的门面旁停着一辆颇为

少见的汽车。1948年，16岁的姚信锐从彼
时还算是乡间的米罗街一带进到“城里”，

第一次看到门口的汽车，让连城门都少进
的他觉得相当派头。福州解放前一大段
动荡时期里，聚春园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
动，姚信锐到聚春园时，数个股东联合经
营，他们和厨师学徒大多是乡里乡亲，彼
此之间极少师徒相称，多以叔侄兄弟之类
互道，姚信锐便因着亲戚的缘故开启了他
的学徒生涯。

姚信锐仅上过两年私塾，而立之年的
他参加了鼓楼区在聚春园菜馆开设的早
班，性格开朗、为人谦和的他对烹饪技术
和文化知识的追求都很执着、投入。他常
常因夜间工作过迟而无法来上课，但他事
后都能挤出时间来补课。文化水平的提
高，对他的技术长进起了推动作用。

他潜心研究闽菜烹饪技术，与同仁
们一起继承了聚春园菜馆特有的名菜，
有佛跳墙、瓜烧白、 荤素、软鲟饭、雄黄
岛粉、八块鸡、糟鸡、封糟鳗和葱爆羊肉
丝夹烧饼等几十道菜肴。当时有一位香
港商界名人柯先生托人走后门，请姚信
锐亲手烹饪上述几道菜，可见他的厨技
早已名闻四海。

甘于奉献，助力闽菜振兴

姚信锐的烹饪技术如此高超，但他的

心境却始终是谦逊的。他说：“技术这东

西活到老学到老，九十九还要问一百。”与
他同辈的人在历届全国性的烹饪大赛中
获得了“最佳”“大师”等称号，他的后辈也
频频捧回金牌，而他虽然每次都参与、出
力、流汗，可谓功不可没，但却与荣誉无
缘。谈起荣誉，他笑着说：“同行中不管谁
得了荣誉，都是闽菜的光荣，我的光荣也
在其中了，我为什么不高兴呢？”对待荣
誉，他总是这样平和大度。

1983年，全国举行烹饪大赛，“双强”
（强木根、强曲曲）代表闽菜去北京参赛，
姚信锐作为助手也去了。他没有因助手
的身份对参赛有二心，而是一面出谋献
策，一面参与实际操作，使以“双强”为代
表的鸡汤汆海蚌、淡糟香螺片、三丝拌糟
鸡、荷包鱼翅、翡翠珍珠鲍、灵芝恋玉蝉、
龙身凤尾虾、包心鱼丸八道菜艺压群芳，
双双获得“全国最佳厨师”称号。消息传
开，姚信锐与大家一起兴高采烈、手舞足
蹈，共同庆祝闽菜历史上第一次大胜利。

同年5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姚信锐
与“双强”、姚建明、陈依宇等赴京为里根
总统做菜。姚信锐说：“我们闽菜不但名
闻海内外，连美国总统也吃我们的佛跳

墙、鸡汤汆海蚌、淡糟香螺片，可见我们闽
菜有多大魅力！”

1988年，全国举行第二届烹饪大赛，

这一回姚信锐不是做助手，而是升任技术
指导，陪年轻的参赛选手苏永安、强振涛、
陈荣泉、林水 等赴京参赛。姚信锐心里
比自己参赛还高兴，他认为自己老了，培
养年轻一代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每人参赛
的每一道菜、每一个细节他都予以指点、
关心。经过努力拼搏、激烈竞争，四名选
手夺得了两面金牌、四面银牌和两面铜
牌，获得了大丰收、满堂红。奖牌仍然与
姚信锐无缘，但他同样无比高兴。有人对
他开玩笑：“你这是为人作嫁啊！”他听后
笑呵呵地说：“为人作嫁有什么不好？我
们福州俗语说接亲长长阵，拜堂只两人。
当新郎、新娘拜堂时，为他人作嫁衣的师
傅不是很高兴吗？”是的，默默奉献，大半
辈子心甘情愿地“为人作嫁”，这就是姚信
锐高尚品格的突出表现。

1990年的全国青年厨师烹饪大赛和
1993年的全国第三届烹饪大赛，姚信锐陪
着青年厨师郭永光、王建富赴京参赛，又
一次“为人作嫁”，扶助两位年轻人夺得金
牌、银牌各一面。姚信锐几上北京、上海、
武汉，协助许多同仁夺得了一项又一项大
奖，为闽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做出重要
贡献，而他却什么奖也没得过。这位对闽
菜的振兴奉献了大半辈子的老师傅，不禁
让人肃然起敬！

不为名利，弘扬闽菜文化

姚信锐是“佛跳墙”第六代传人杨伟
华的恩师。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
姚信锐跟随郑玉椿等第四、第五代传人，
赴京操办国宴。“但师父从未主动提起这
段经历。”杨伟华说，与其高超的厨艺相
比，师父的低调更让他印象深刻，一个慈
父般的人，一心为厨艺，淡泊名利。姚信
锐大半生不为名利、默默奉献、无怨无悔，
协助别人获大奖，自己却始终“为人作嫁”
令人敬佩。

姚信锐手把手教出来的福州大饭店
厨师长卓明华说，“谁说‘科题司’没得过
大奖？1990年，他明明同林水 从上海捧
回一个金鼎奖。”在卓明华心目中，姚师傅
为人随和，但是在技艺要求上，却是十分
严厉。他亲自带徒30余人，其中已有6人
成为特级厨师。

姚师傅回忆往事开心地说道：“1990
年，我同林水 确实从上海捧回一个金鼎
奖，但这奖不是我个人的。”这是为什么
呢？原来那年内贸部在上海举行全国各
菜系名牌菜的认定会，福州推出佛跳墙，
并举荐姚信锐和林水 赴沪现场表演。
佛跳墙的发源地在聚春园，是闽菜的代表
作，早已享誉海内外。但佛跳墙如何在继
承传统的前提下，有所革新，有所前进，被
这次认定会认定，这使姚信锐陷入了沉
思。他知道这次认定举足轻重，非同小
可，如果表演砸了锅，那将不是个人问题，
而是聚春园的佛跳墙能否代表闽菜得以
继承发扬光大、永葆名声的大问题。

为此，他同林水 等认真切磋，反复
试验，最终决定摒除原佛跳墙中猪脚、鸡
鸭等粗饱、油腻的东西，加强刺参、鲍鱼、
鱼翅、干贝、鳖裙等原料的投入，并在制作
方法上严格按传统的工艺程序进行。由
于他们思想重视、技术严谨，终获成功，佛
跳墙获得一致好评，得到全国认定会的认
定。姚信锐和林水 为闽菜、为福州、为
聚春园捧回了金鼎奖。姚信锐说：“我大
半生的努力，能为闽菜、为福州、为聚春园
捧回了一个金鼎奖，可谓真正足矣！”

姚信锐于1994年退休。虽有人聘请，
但他情系聚春园，总说：“我的根在聚春
园，有生之年别无所求，还要为闽菜、为聚
春园尽一点心力。”1999年，福州大饭店开
业，他看到总经理也是聚春园里出去的，
是“一家人”，聚春园的老传统，仍要在这
家新开的大饭店里得到弘扬，于是他老骥
伏枥，余热生辉，继续为闽菜、为他默默奉
献了大半生的聚春园继续做着他想做的
事。他说：“聚春园是闽菜的摇篮，是福州
饮食文化的缩影。弘扬这一优秀的文化，
有许多事要做，我要抓紧时间多做一些。”
他心中有一本聚春园菜谱，都是独有的、
优秀的。闽菜技艺，这一曾经过几代人的
努力创造出来的财富，现在正慢慢被人淡
忘，他正想精选其中最优秀的加以恢复，
使聚春园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代代相
传。他业余时间还担任福建省闽菜技艺
研究会高级研究员，为闽菜的传承尽心尽
力，出版的《中国闽菜》一书，凝聚了他大
量的心血。 （通讯员 李剑）

不为名利 甘于为闽菜传承尽心尽力
——元老级注册中国烹饪大师、福建省闽菜技艺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姚信锐

人物名片

姚信锐，1934 年 4 月出生，福建福州

人，是福州百年老店、中华老字号聚春园大酒

店的一代名厨。一生淡泊名利，甘当人梯。

作为助手，参加第一届、第二届全国烹饪大

赛，为闽菜抢金夺银立下汗马功劳。1984

年，他随“双强”赴京，为接待美国里根总统操

办国宴；1989年7月，他担任商业部在天津举

办的全国地方风味小吃“金鼎奖”评委；1993

年，他担任第三届全国烹饪大赛评委；2015

年，他获“元老级注册中国烹饪大师”称号；现

任福建省闽菜技艺研究会高级研究员，著有

论文《浅谈素菜》《如何练好刀工》等，亲自带

徒30余人，其中已有6人成为特级厨师。

在莆田市第一医院南日分院（秀屿区
南日镇卫生院），提起该院妇产科护士长魏
德英，无论是孕妇还是家属都交口称赞。

扎根海岛 30余载，退休返聘仍坚守一
线，魏德英用一片真情托起新生命，用爱心诠
释一名白衣天使的神圣职责。她曾荣获全国
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以及省、市劳动模
范荣誉称号，前不久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让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普通
的劳动者，‘全国劳模’是至高荣誉，也是一辈
子的责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魏德英表示，
在今后的工作中，她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立足本职，再接再厉，努力为海岛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献力。

魏德英说，她父亲是岛上的一名外科
医生，曾对她表示海岛缺乏专业的助产士，
希望她学好这个专业并回到家乡。1989
年，毕业于莆田卫校助产班的魏德英来到
南日镇卫生院从事助产工作，谁曾想这个
工作她一干就是 31年，去年她被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评为坚守产房30年资深助产士。

健康所系，生命相托。魏德英所面对
的是孕产妇，工作的特殊性要求她必须有
高度的责任心、娴熟的专业技能和常人难
以想象的忍耐心，给予孕产妇精神上的鼓
励和体力上的支持。

去年春节期间的一天夜里11点多，魏德
英为一位各项指标检查良好的产妇接生。但
婴儿出生后，她发现孩子皮肤青紫、哭声弱、
肌张力低。经过吸痰后，仍不见改善。怎么
办？来不及多想，她摘下口罩，直接用嘴对着
婴儿的嘴，迅速进行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按
压，一下、两下、三下…孩子终于救过来了，她
的嘴角沾着婴儿脸上的羊水和粘液。“那时候
喊人来帮忙都来不及，顾不了那么多。”事后，
看着孩子粉嫩可爱的脸蛋，魏德英觉得值了。

魏德英说，产房里不定时会发生一些
意想不到的危急情况，所以只要在岗，她就
全身心投入，严密观察产程，及时发现异

常，并快速处理。如果孕产妇和新生儿需
要转诊，不管是三更半夜还是刮风下雨，她
都会义无反顾地护送出岛。

然而，护送工作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曾因大雾天气，患者雇的渔船在海上
迷失，魏德英和他们在海上漂了8个小时才
到岸；也曾遇到风浪，自己被颠吐了，但仍
要咬牙坚持照料和处理病患随时出现的各
种状况。而当患者无法转院时，她只能凭
着自己的专业技能，与同事们沉着冷静地
抢救、手术，帮患者脱离生命危险。

魏德英表示，每当听到婴儿的第一声
啼哭，她的内心就充满无比的幸福感和成
就感。也正是这样的时刻，支撑她 30多年
如一日地坚守海岛。多年来，经她手接生
的婴儿达 6000多个，这数字的背后是她夜
以继日的守候与努力付出的成果。

这几年，海岛群众出行更加安全便捷，
留在岛上的孕产妇渐渐少了，但魏德英的
工作丝毫没有轻松下来。作为妇产科负责
人，魏德英按照院领导的安排，积极配合南
日镇党委政府开展公共卫生服务下乡活
动，为学生及 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体
检，参与农村已婚低保妇女“两癌”检查、健

康扶贫、家庭医生签约、早孕管理等工作。
曾经，魏德英有机会走出海岛，甚至调

任申请表都填好了，可在提交申请表的前
夕，她却放弃了。“舍不得这片海岛。”魏德
英说，岛上村民纯朴善良，就像自己的亲人
一样，照顾他们就是照顾自己的亲人。

魏德英给自己的微信昵称取名为“家
在海岛”，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从小在海岛长
大，更是她决心要将毕生的光和热奉献在
这片故土上。

今年 2月，魏德英到了该退休的时候。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她顾不上考虑退
休，主动请缨，冲上疫情防控一线，用“疫情
不退，我不退”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医
护人员的责任担当。

从除夕夜开始，魏德英就回到单位值
班。她先后在码头及卫生院门口负责预检
分诊工作，并前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开
展消杀任务，直到50多天后，她才第一次回
到家。这期间，她消瘦了6.5公斤。

作为一名“医二代”，魏德英表示，自己
不忘走上医护之路的初心，未来也将坚定
无悔地肩负起守护海岛人民生命健康的职
责。 （湄洲日报记者 林英）

初见袁盈，便被他的笑容打动，不论问他什么问
题，他总是笑呵呵地回答。在他笑的时候，我能清晰
地看到他的嘴角在轻轻上扬，并露出一排洁白整齐
的牙齿。

“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牙医？”这是我见到袁盈
的第一个问题。

“一口好牙能够增强自己的自信和魅力，能够积
累人脉和促进交际。整齐的牙齿，即使相貌平平也
会给人视觉上干净、素雅的感觉，促进人际关系。同
时牙齿在辅助发音上的功能，特别是前门牙，对于儿
童准确、清晰地发音、咬字极为重要……”袁盈一说
起牙齿就滔滔不绝。

袁盈2011年口腔专业毕业后进入宁德市医院口
腔科实习，每当看到老师在帮助患者解决病痛后，患
者对医生表达的尊敬与感激，都会让他产生作为医生
的光荣感，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口腔医生。
2012年实习完毕，袁盈被推荐到一个大型口腔门诊工
作，初来乍到才发现，原来在医院所学的只不过是最
粗略的操作，其实牙齿可以像艺术品一样精雕细琢。
在见识了众多优秀口腔医生的作品后，袁盈觉得，医
生也可以是艺术家，袁盈通过不断地参加各类口腔培
训，请教名师，精湛自己的手艺。

“你要永远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是父母对袁盈
的教诲，他将这教诲深深地记在心中。有一次回到
家乡，他发现身边的亲戚和朋友都存在很多口腔问
题，但本地除了一些年代已久的传统诊所，并没有真
正现代化专业的口腔机构，于是他决定回乡创业，用
自己的专业来帮助家乡有口腔问题的人，守护家乡
人民口腔健康。

正所谓万事开头难，场所设置成为了袁盈的第
一个难题。袁盈找到了第一个合作伙伴宋医生，在
她的帮助下成立了咿呀牙口腔公司。牙医诊所，它

不仅需要医生精湛的技术，更需要高精尖的设备。“资金”成为横亘在袁
盈面前的一个巨大拦路虎，资金短缺的问题，差点让他放弃自己的理
想。当看到政府鼓励大学生申报创业补助的新闻，袁盈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提交申请，没想到获得了2014年省级创业补助项目优胜奖。

柘荣县属于贫困县，怎样才能让柘荣人享受优质且经济上能承受
的口腔医疗服务，成了袁盈一直牵挂的问题。

2016—2018年，袁盈挤出各种各样零碎的时间不断参加各类口腔培
训，汲取适合柘荣老百姓的专业技术，比如微创美学树脂，就是他重点学
习的技术。他的父母说起袁盈：“他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学习的路上……”

“咿呀呀，这是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你以后走什么样的路，能有多
大的成就，跟你的人生第一句话很有关系。咿呀牙口腔诊所还很小，它
的人生才刚刚起步，我取这样的名字，就是希望自己永远记得创业初
衷，希望自己永远记得看到每一个人有一口好牙才是我的幸福源泉！”
袁盈动情地说道。 （通讯员 黄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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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不得这片海岛 奉献在这片故土
——记全国劳动模范、莆田市第一医院南日分院妇产科护士长魏德英


